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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傷悲！
我來談談飲食吧！
醫師問我：「什麼東西最好
吃？」
我答：「油炸的東西最好
吃。」
醫師說：
「答對了，但油炸的東西不能
吃。」
「為什麼？」
醫師答：「美國總統克林頓，
為何宣稱不再吃炸雞、炸薯條？因
為油炸的東西，正是心血管疾病的
元凶。」
我「啊！」的一聲，說不出話
來。
醫師說：
「事實上，市面上很多食物吃
不得，凡是導致心血管疾病的、致
癌物質的、破壞維生素的、含過量
防腐劑的、不含營養只有熱量的、
含有毒素的、含糖份高的、含鹽份
高的、含油脂高的、含膽固醇高
的 ……，這些食物均吃不得。」
我戰戰兢兢的問：「那什麼東
西可以吃？」
醫師說：
「每一個人體質都不同，這要
請教營養學的專家，由營養學專家
來分析，更清楚。」
「酒可以飲嗎？」
「少量，適可而止，因人而

塵，一位手執拐杖跟葫蘆，就這樣
走到李玄面前。
李玄大驚，因洞門早緊緊閉
住，二道人從何而入？忙下蒲團，
合掌恭敬的問：「洞門已閉，二道
從何而來？」
「我們從太清宮來，小小門
戶，穿出自由。」
李玄再問：「道者貴姓？」
「正是李老君也。」
「正是苑邱先生也。」
李玄一聽，一位正是本家道
祖，另一位是得道仙翁。心中甚
喜，便哀求兩位仙翁傳授道法。
李老君與苑邱先生便傳授李玄
「出神術」、「通明靈經」、「含
光經」…等等。這一教導，令李玄
由慕道的凡夫，變成魂魄能分離，
人在洞中坐，其魂可以遊於四海，
或是天上，或是地下，或是五岳，
任魂神遨遊也。
有一天，李老君約李玄在華山
見面論道。
李玄把他的弟子楊仁叫來。
「我在洞中坐定，身子尚有魄
在，唯三魂早就赴李老君的華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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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煙可以抽嗎？」
「完全無益。」
「豬腳可以吃嗎？」
「最好不要，豬腳、皮蛋等膽
固醇最高。膽固醇有好的，有壞
的，宜請教營養師。」
醫師對我說：「由於年輕時，
不注重飲食，等年紀大了，就會得
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肝功能
衰退、腎功能衰退、中風、腸胃
病、癌症等等。」
「這些很可怕！」我說。
醫師說：
「一個人的身體，應該由自己
負責，除了先天疾病之外，後天
的，全是個人飲食不當所造成，再
加上運動量的過與不及，這都是有
因果的。」
「原來什麼都是因果。」
「正是，正是。」
我問了一個特殊的問題：「為
何聽說當醫師的，有壽命短促的現
象。」
醫師答：「由於醫師忙，飲食
及運動疏忽了，又常與病患接觸，
易受感染，故有此說。」
我又「啊！」的一聲，說不出
話來。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178冊文集
「登山觀浮雲」)

出神之後歸無舍

修道人，把身體看成房子，房
子就是「舍」。
修道人，把生死不叫生死，而
是換一間「房子」。
房子的主人，就叫「真我」，
房子就是「假我」，修道人修的是
「真我」，而「假我」稱為「臭皮
囊」。
而世俗之人，偏愛「假我」，
捨了一個「真我」不顧，這就是修
道人與世俗凡夫的差別所在。
當年，清真道長講一個八仙之
一的李鐵拐仙翁故事給我聽，非常
有趣的故事：
李鐵拐仙翁是周昭王時代的
人，降生在河南洛陽縣，父名奇，
母尤氏。李鐵拐仙翁名玄，道號凝
陽。
李玄從小就慕道，長得英俊瀟
灑，身體非常魁悟。他修道甚早，
在巖穴之中修真養性。李鐵拐仙翁
收了一名弟子姓楊名仁。
據清真道長所示，李鐵拐仙翁
在巖穴中修真，入定當中，從洞穴
外進來兩位道人，兩位道人均是童
顏鶴髮，仙風道骨，一位手執拂

香港真佛資訊社網站

弘揚佛法 濟度眾生 蓮生活佛(盧勝彥)靈學作品集

飲食與運動

我發覺一項事實，大部份的年
輕人，不會去注意每餐的飲食及每
天的運動。
然而，年紀愈大的人，才猛然
醒悟，原來飲食與運動，如此的重
要。
但，驀然醒悟時，已「遲
了！」
我以前聽醫護人員說：「你吃
什麼，就會變成什麼人。」
以前不明白，現在明白了，
但，明白時已「遲了！」
所以，我寫這篇文章，強調飲
食與運動的重要，也算是警世之
作。
我問一位年輕人：「你運動
嗎？」
「有運動。」
「什麼運動？」
「我這星期有打一次籃球。」
老天爺！這叫什麼運動，運動
是要「天天」的，而且不只一次，
要持久永恆，要看自己身體的狀
況，不能過於激烈，也不能太舒
緩。
我不是醫師，就這方面，學問
可大了，應該去請教專家。
然而，我學佛，學金剛乘（密
教），知道金剛拳、瑜伽體功、通
氣通脈、七重輪運動……，這些運
動，有助於身體健康及氣脈通暢。
運動，要從小養成，否則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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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這約期是七日，你幫我看住我
的身子，假如我過了七日不回，就
把我的身子，用火燒化了，這樣省
事些。」
楊仁點頭稱是。於是李玄就在
洞中出神而去赴約。
楊仁看守李玄的身子（舍），
到了第六日，突然有人來報，說母
親將病危，須趕回去見最後一面，
他一想，師父交代的七日火化，已
剩最後一日，而母病危，又不能不
回。於是就在第六日就把李玄火化
燒了，下山去了。
到了第七日，李玄的魂，從華
山回來，一看自己的「舍」已變成
灰燼，緊張萬分，又回到華山。
苑邱仙翁說：「真是天數，天
數啊！」
李玄問故？
「我手上拿拐杖，拐杖吊一葫
蘆，而我傳你道法，如今，你速
去，東方若有一人將餓死，手亦拿
拐杖，亦吊一葫蘆，就是未來您的
造形。這是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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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李玄向東方尋去，果然見到一跛足老
丐，已餓得三魂跑了，剩下七魄，手上果有拐杖
及吊一葫蘆，就附在那老丐身上，活了過來。因
此，李鐵拐仙翁的造形，就因此而定了下來。

坐人力車的經歷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時。
從萊佛士飯店到紅燈碼頭，我們坐「人力
車 」，新加坡的人力車是三個輪子式的，腳踏車
的左旁，再加上一個乘客的座位，另多一輪，就
成了三輪車。
我小時候坐過台灣的三輪車，但，和新加坡
的三輪車不同。台灣舊時的三輪車，車伕在前，
車輪是品字，乘客在雙輪之間，也就是車伕在
前 ，乘客在後，車位寬大，可擋日擋雨，有布簾
可放下。
新加坡的三輪車，車伕在右，乘客在左，座
位較小，倒如同腳踏車的左旁掛一個小娃娃車。
乘坐人力車的經歷如何？
我答：
新鮮。
愜意。
*
*
*
那天是陰天，小雨絲絲。一掃新加坡四季如
夏的燠熱，車行之中，覺得清風徐來，非常舒
適。
我覺得新加坡地勢平坦，人工的花草花園甚
多，草色碧綠，還處處冒出野花，把這個炎熱的
島國裝扮得活潑鮮艷。
尤其面海傍島，風景壯觀絢麗有如圖畫，那
波濤粼粼給現代都市注入生氣，更為圖畫增添了
動態美。
坐人力車觀光四野，果然是好整以暇。
我看見現代化的大樓，看見政府大廈，看見
一面鏡子一樣的海，花草樹木，看見獅頭魚身。
路上不時出現的觀光客，三兩為伴。
這裡的人規規矩矩。
這裡的地乾乾淨淨。
使人滌除凡慮，內心一片平和。
三輪車，故意在人行道上多繞上了幾圈，人
行道的右旁是汽車公路，汽車呼嘯而過。人行道
左旁是一片綠得要冒油的草原，草原的盡處就是
海，海向前舒展，永無止境。
人車穿行其間，偶爾，頗有與汽車大樓並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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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鐵拐仙翁，有一首「神仙歌」流傳後
世，非常有名。
我，玄鶴道長，早已練就魂魄分離的神
仙之出神出竅，也可借物成形。所以我一生
睡眠，全是獨居，而且修法喜獨自一人修，因為
有時是為了出神的緣故，若出神之時，受到他人
之干擾，很容易魂神回收時受到驚嚇，太快的魂
神投體，會引起偏頭痛，或精神沮喪。
假如有一天，當玄鶴道長出神之時，若有人

把我的「房子」身體火化了，我也不願像李鐵拐
仙翁一樣，去找一位將死的人「借屍還魂」，我
寧可死了算了，再換一間新房子，一切從頭來。
修道人度眾生，活佛轉世，全是這個道理。
李鐵拐仙翁的「出神之後歸無舍」，是道門的趣
聞。

齊驅的豪邁感。
我終於領會了，乘坐人力車，也有：
「豪邁感。」
在我的感覺之中，新加坡式的生活，應該是
多采多姿的，而且是五花八門的，這是高度現代
化城市的自然現象。
然而，新加坡也有姿容婉妙的一面，例如這
裡的人們，這裡弟子的「友情」和「義氣」，他
們的心，如夏日和風，很容易把北國的春雪溶化
了。
蓮香上師說：
很喜歡新加坡。
我說：
新加坡是不錯。
*
*
*
三輪車伕找我聊天：
「大師父說華語？」
「是的。我說華語。」
「大師父我看你的相貌是很有修行的相
貌。」
我笑了，這三輪車伕原來是個看相的。我隨
口道：
「你的相貌很正
直。」
沒想到我這一句，
他非常認真，他說：
「大師父啊！人很
正直是不錯，但，人正
被人欺，馬善被人騎。
我一生正直，但被朋友
出賣了。這些朋友根本
就不是朋友，出賣朋友
如吃白菜，刀切豆腐一
塊塊，朋友恩將仇報，
朋友口蜜腹劍。」
三輪車伕一陣嘮叨
不停。
「你知道嗎？朋友
說不會害我，而害我的
就是他。」

「你知道嗎？朋友說要報答我，而迫我死的
就是他。」
「你知道嗎？朋友如一條心，結果他心如蛇
蠍。」
「這種恐怖的朋友，你叫我怎麼辦？」
我啞口無言。
我想一想自己，這位傳奇的人物──盧勝
彥。一個傳奇人物所引起的最大爭議是必然的。
這種爭議和問題，通常都是非常多的，其實，生
前死後都是一樣的。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
一位刁蠻潑辣的弟子告訴我：「我永遠不會
害師尊的，我決不是那一種人。我要報答師尊的
佛恩，鞠躬盡瘁。」
而目前街頭巷尾，大街小巷，到處散發毀謗
盧勝彥小書的人，也正是這位弟子。
我聽了三輪車伕的一番話，我成了啞巴。
（啞巴吃黃蓮）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61冊文集「道林妙法音」)

文/蓮生活佛 盧勝彥
(恭錄自蓮生活佛第104冊文集
「層層山水秀」)

祈請根本傳承上師蓮生活佛佛光加持
發心助印「
」聚千點熱 發千分光
真佛報是一份以弘揚真佛密法為主的報紙，香港區每星期出版全彩色24大頁，與全世界各地同步發行。
聖尊蓮生活佛曾說：「印報功德如印經」；目前香港區真佛報每期發行3,000份，讀者及派發處遍佈香港、澳
門、中國、澳洲及歐洲等地，助印佛報功德比印經更具效力，有意印經迴向的善信大德同門，歡迎助印真佛報或
推介給朋友親人。
凡每月銀行自動轉帳贊助真佛報港幣100元或以上者，本社將為贊助人安奉「蓮花童子根本傳承光明燈」，光
明注照贊助人，福慧增長，平安吉祥。
請各位同門善信大德踴躍助印真佛報，請即來電或親到本社荃灣社址索取自動轉賬表格，辦理銀行轉賬手續，助印善款亦可用郵寄支票抬頭請寫
「香港真佛資訊社有限公司」、「True Buddha Infogroup Hong Kong Ltd.」，或直接存入香港真佛資訊社銀行戶口。
（匯豐銀行戶口：004-032-708414-001）（中國銀行戶口：012-377-1-005785-9）
通訊地址： 香港荃灣柴灣角街84-92號順豐工業中心29樓C室
聯絡電話：(852) 2146 4989 傳真：(852) 2146 4789

1月4日(星期二)
農曆十二月初二 辛丑月 執
丁巳土觜執日 沖：豬
宜：祭祀、安葬
忌：嫁娶、安灶、開巿、交易

1月5日(星期三)
執
農曆十二月初三 辛丑月
戊午火參執日 沖：鼠
宜：嫁娶、訂婚、安床、出行
忌：開巿、動土、安灶、破土

1月6日(星期四)
農曆十二月初四 辛丑月
己未火井破日 沖：牛
宜：是日歲破
忌：大事勿用

破

1月7日(星期五)
危
農曆十二月初五 辛丑月
庚申木鬼危日 沖：虎
宜：嫁娶、訂婚、開光、入宅
忌：祈福、安床

集成
佛經

人中論 卷三 (十三)
。

契經，不能盡宣說，文異義唯一。若能修一
頌曰：《佛說所知若非有。則亦易除諸

事，即遍修一切，盡一切諸佛，所說無量法，

所取能取，離依他起無別事故，說彼二
諸法皆無我。若人善解義，能於此處學，不

取於依他起上是遍計執性。是應思惟，傍論
難得佛法」。當知無盡慧經等亦如是廣說。

已了，應辯正論。
諸佛世尊漸導眾生令入無自性。如修植

今當略說少分。如蛇於盤繩之緣起上，
方便，故先說布施等。如是遮遣所知，亦是

是遍計執，以彼於此非是有故。彼於其蛇上
悟入無我之方便。故諸佛世尊先遮所知，以

是圓成實，非遍計故。如是自性，於依他起
了達所知無我者，易入能知無我故。諸了達

所作法上是遍計執。
所知無我者，有唯以自力，便能了達能知無

論曰：「自性名無
自性，有因他略說即能悟者，故佛先說遮遣

作，不待異法成」。
所知。

故自性非所作法，

諸有慧者亦應如是 解 釋 餘 經 。 頌 曰 ：

如於現見之緣起所

《如是了知教規已。凡經所說非真義。

作 如幻法上遍計執

真理， 非 遍 計 故 。

說彼是悟入無自性之因。如云：「大種非眼

由不觸著所作性事

見，眼寧見彼造，佛為破色執，於色如是說」。

唯證自性，證悟真

經云：「無常義者，是謂無義」。當知說空

理名為佛故。當了

性者是真了義。如云：「當知善逝宣說空，

達如是遍計執，依

是諸了義經差別，若說有情數取士，當知彼

他 起 ， 圓成實之三

法不了義」。又云：「我於千世界，所說諸

性建立，而解說契經

蓮花鄧詠欣、蓮花鄧國華：迴向給父母親身體健康，
嫲嫲福壽安康，一切病業消除！

︻唸清淨咒︼
嗡。修利修利。摩訶修利。修修利。梭哈。
嗡。修哆利。修哆利。修摩利修摩利。梭哈。
嗡。縛日囉怛。訶賀斛。
南無三滿哆。母馱南。嗡。度嚕度嚕地尾。梭哈。
︻奉請八大菩薩名號︼
南無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無彌勒菩薩摩訶薩、
南無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南無普賢菩薩摩訶薩、
南無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無妙吉祥菩薩摩訶
薩、南無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摩
訶薩、南無諸尊菩薩摩訶薩。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
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高王觀世音真經。觀世音菩薩。南摩佛。南摩
法。南摩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我淨。
有緣佛法。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咒。南摩
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
是無上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等等咒。南
摩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幽王佛。佛
告須彌燈王佛。法護佛。金剛藏獅子遊戲佛。寶
勝佛。神通佛。藥師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
佛。善住功德寶王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
佛。千五百佛。萬五千佛。五百花勝佛。百億金
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
月妙尊音王佛。南方樹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
燄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方無數精進寶首
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多寶佛。釋
迦牟尼佛。彌勒佛。阿閦佛。彌陀佛。中央一切
眾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於地上。及在虛空
中。慈憂於一切眾生。各令安穩休息。晝夜修
持。心常求誦此經。能滅生死苦。消除諸毒害。
南摩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音。開
明觀世音。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文殊師利菩
薩。普賢菩薩。虛空藏菩薩。地藏王菩薩。清涼
寶山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念念誦此
經。七佛世尊。即說咒曰：﹁離婆離婆帝。求訶
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尼帝。摩訶
伽帝。真陵乾帝。梭哈。﹂︵七遍︶
十方觀世音。一切諸菩薩。誓願救眾生。稱名悉
解脫。若有智慧者。殷勤為解說。但是有因緣。
讀誦口不輟。誦經滿千遍。念念心不絕。火焰不
能傷。刀兵立摧折。恚怒生歡喜。死者變成活。
莫言此是虛。諸佛不妄說。高王觀世音。能救諸
苦厄。臨危急難中。死者變成活。諸佛語不虛。
是故應頂禮。持誦滿千遍。重罪皆消滅。厚福堅
信者。專攻受持經。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誦滿一千遍。重罪皆消滅。高王觀世音真經終。

尚殷疇印經功德迴向：張凱鑾業障消除，福慧增長，
佛緣增長，疾疫不臨，前程光明吉祥。

︻唸清淨咒︼
嗡。修利修利。摩訶修利。修修利。梭哈。
嗡。修哆利。修哆利。修摩利修摩利。梭哈。
嗡。縛日囉怛。訶賀斛。
南無三滿哆。母馱南。嗡。度嚕度嚕地尾。梭哈。
︻奉請八大菩薩名號︼
南無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無彌勒菩薩摩訶薩、
南無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南無普賢菩薩摩訶薩、
南無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無妙吉祥菩薩摩訶
薩、南無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摩
訶薩、南無諸尊菩薩摩訶薩。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
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高王觀世音真經。觀世音菩薩。南摩佛。南摩
法。南摩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我淨。
有緣佛法。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咒。南摩
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
是無上咒。南摩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等等咒。南
摩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幽王佛。佛
告須彌燈王佛。法護佛。金剛藏獅子遊戲佛。寶
勝佛。神通佛。藥師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
佛。善住功德寶王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
佛。千五百佛。萬五千佛。五百花勝佛。百億金
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
月妙尊音王佛。南方樹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
燄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方無數精進寶首
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多寶佛。釋
迦牟尼佛。彌勒佛。阿閦佛。彌陀佛。中央一切
眾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於地上。及在虛空
中。慈憂於一切眾生。各令安穩休息。晝夜修
持。心常求誦此經。能滅生死苦。消除諸毒害。
南摩大明觀世音。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音。開
明觀世音。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文殊師利菩
薩。普賢菩薩。虛空藏菩薩。地藏王菩薩。清涼
寶山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念念誦此
經。七佛世尊。即說咒曰：﹁離婆離婆帝。求訶
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尼帝。摩訶
伽帝。真陵乾帝。梭哈。﹂︵七遍︶
十方觀世音。一切諸菩薩。誓願救眾生。稱名悉
解脫。若有智慧者。殷勤為解說。但是有因緣。
讀誦口不輟。誦經滿千遍。念念心不絕。火焰不
能傷。刀兵立摧折。恚怒生歡喜。死者變成活。
莫言此是虛。諸佛不妄說。高王觀世音。能救諸
苦厄。臨危急難中。死者變成活。諸佛語不虛。
是故應頂禮。持誦滿千遍。重罪皆消滅。厚福堅
信者。專攻受持經。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誦滿一千遍。重罪皆消滅。高王觀世音真經終。

1月3日(星期一)
定
農曆十二月初一 庚子月
丙辰土畢定日 沖：狗
宜：安床、開光、祭祀、入宅
忌：嫁娶、伐木、安灶、開巿

平

流年通勝

1月1日星期六
至
1月7日星期五

︻高王觀世音真經︼ ︻高王觀世音真經︼

凡諸契經未明了宣說不生等緣起者，當

1月2日(星期日)
農曆十一月三十 庚子月
乙卯水昂平日 沖：雞
宜：諸事不宜
忌：諸事不利

1月1日(星期六)
滿
農曆十一月廿九 庚子月
甲寅水胃滿日 沖：猴
宜：安床、開光、拆卸、修造
忌：嫁娶、祭祀、祈福、入宅

2022年辛丑年

者， 於佛境界乃是
應知不了而解釋。說 空 性 者 是 了 義 。 》

(待續. . . . )
福德者易悟入法性故，修福即是悟入法性之

密意也。
【文接1401真佛 報 香 港 版 C 版 】

能知。由無所知即遮知。是故佛先遮所知。》

法尊法師譯
月稱論師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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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學習《大心印》 八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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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六祖壇經》

聖尊蓮生活佛開示：《六祖壇經》談
到這裡，這一句很重要，「迷時師度。悟
了自度。」眾生迷的時候需要師父去度
他，如果有一天開悟了，必須要自己度自
己，要靠自己，不能老是靠師父。這個意
思非常的清楚，所以就變成惠能搖槳。
在密教裡面有講過，並不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度的，有三種人是不能度的，一種
是「蓋起來的碗」，師父說法，就像灌頂
一樣，把水灌到碗裡面，不相信佛法的人
怎麼度他？講什麼他都不信，就沒有辦法
去度他，他的碗是蓋起來的，再好的牛奶
也不能夠放到他的碗裡面，碗朝下的，不
信的，你沒有辦法度。
第二個是碗朝上的，但是裡面裝滿了
髒的東西。這個人本身信佛，他也想修
行，但是他本身的業障很重，他的腦海
裡、心裡，想的都是髒的東西。他也接受
灌頂，一灌頂就是把牛奶倒到碗裡面，但
那碗裡面本身就放了很髒的東西，不是很
清淨的碗，是污穢的碗，一倒進去牛奶就

變髒了。所以業障非常重的也很難度，他 很難度，就是不信的、他本身業障很重
是信的，但他心理上始終翻來覆去，師父 的、信心不定的，這是很難度的。
教的，他接受了，但是跟自己的心合起來
讀後感言：
就變成污穢的，這個也很難度。
《六祖壇經》的名句：
第三個，這個碗是破的。他碗是朝上
「迷時師度，悟了自度。」，
的，他也相信，只是牛奶一倒下去，就從
聖尊蓮生活佛，
破的地方漏掉了，是靠不住的。就是說他
又作了精辟的解述。
現在信，一下子又疑惑了，因為他的碗破
了洞，這個也難度，信心不夠堅定。今天
在密教中有講：
他來皈依盧師尊，明天他想想：「不對！
有三種人不能度，
我想走我自己的路。」不再皈依了，就退
一是像蓋起來的碗，
出，那是破的碗。所以師父無論如何倒牛
不相信佛法之人。
奶到他的碗裡面，他始終不能滿，始終漏
掉。今天倒了，明天又漏掉，信心不足，
二是碗朝上，
他要走自己的路。
但內中全是髒物，
所以度眾生也不容易，要找幾個能夠
深重的業障，
碗朝上，很乾淨，又比較少業障，碗又要
讓清淨的法乳污穢。
好的，沒有破洞的，沒有疑心的，你把法
教給他，他整個通通都接受了，這個才叫
第三種是破碗，
做「度」，不然就是白花費工夫。不信
雖信佛法，旋又不信，
的、業障重的、疑心病重的，今天信，明
清淨的法乳倒入，
天 不 信 ； 後 天
就從破洞漏出。
信，大後天又不
蓮花童子心咒
信，有時候來一
我們應審視自己，
下子，聽一聽，
具足信心，清淨，圓滿，
又 走 自 己 的 路
成為善的法器，
了，這樣子就是
今生才得度無疑。
地藏王菩薩滅定業真言
碗 本 身 有 破 洞
蓮花殷疇
的。所以在密教
迴向：佛光注照鄧豪波業障消除，靈體清淨光明，得大解脫，
講，有三種眾生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

嗡。缽囉摩。寧陀寧。梭哈。

佛光接引，往生佛國淨土。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祈請蓮生活佛加持文：
嗡。啞。吽。
敬以清淨身口意。供養毘盧遮那尊。
法身佛眼佛母聖。報身蓮花童子身。
應身教主蓮生佛。三身無別大佛恩。
恭敬真佛大傳承。具足神通彌六合。
放光遍照於三際。一如無間能現證。
佛子時時常哀請。光明注照福慧增。
昔日釋迦來授記。阿彌陀佛殷付託。
彌勒菩薩戴紅冠。蓮華大士授密法。
祈請不捨弘誓願。救度我等諸眾生。
如是護念而攝受。祈請加持速成就。
南摩毘盧遮那佛。
南摩佛眼佛母。
南摩蓮花童子。
南摩蓮生活佛。
南摩真佛海會十方三世諸佛菩薩摩訶薩。
唸聖誥三遍：

西方蓮池海會。摩訶雙蓮池。十八大蓮花童子。白衣聖
尊。紅冠聖冕金剛上師。主金剛真言界秘密主。大持明第
一世靈仙真佛宗。盧勝彥密行尊者。
南摩真佛會上諸佛菩薩摩訶薩。（三稱）
奉請二佛八菩薩：
南摩法界最勝宮毘盧遮那佛。
南摩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南摩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南摩彌勒菩薩摩訶薩。
南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南摩普賢菩薩摩訶薩。
南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南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
南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南摩地藏王菩薩摩訶薩。
南摩諸尊菩薩摩訶薩。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蓮生活佛說「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如是我聞。一時大白蓮花童子。在摩訶雙蓮池。坐於大白
蓮花法座之上。周圍十七朵大蓮花。青色青光。黃色黃
光。赤色赤光。紫色紫光。各朵蓮花。微妙香潔。白蓮花
童子。默運神通。將一個摩訶雙蓮池。變化得格外金光燦
爛。所有香花全部怒放。瑞草放出香息。白鶴。孔雀。鸚
鵡。舍利。迦陵頻迦。共命之鳥。均化金色。出和雅天
音。空中金色光。有淨妙天音來自虛空。諸世界香氣芬
馥。空中金閣。全生光華。遍敷金蓮。虛空之中天花飄
散。爾時。摩訶雙蓮池。大大震動。無量諸天皆感受之。
佛菩薩聲聞皆感受之均至摩訶雙蓮池。三十三天主均趕赴
摩訶雙蓮池。集諸二十八天眾。帝釋。梵王。八部四眾。
廣說法要。爾時。金蓮花童子現出大慧光。白蓮花童子現
出法界光。綠蓮花童子現出萬寶光。黑蓮花童子現出降伏
光。紅蓮花童子現出行願光。紫蓮花童子現出端嚴光。藍
蓮花童子現出果德光。黃蓮花童子現出福足光。橙蓮花童
子現出童真光。諸天見之。大感驚異。於是帝釋從座而
起。稽首向前對白蓮花童子而說。稀有聖尊。摩訶雙蓮
池。以何因緣。現此大光華。大白蓮花童子說。當為汝等
細說。帝釋說。聖尊威權最尊。惟願聖尊為眾宣說。一切
人天咸知皈向。爾時。大白蓮花童子告帝釋及諸大眾說。
善哉善哉。吾今為汝及末世眾生。有緣者於當來之世。咸
共知之真實佛法及息災賜福之理。大白蓮花童子即說。諸
佛菩薩救度眾生。有最勝世界。妙寶世界。圓珠世界。無

憂世界。淨住世界。法意世界。滿月世界。妙喜世界。妙
圓世界。華藏世界。真如世界。圓通世界。如今。將有真
佛世界。於是佛菩薩聲聞緣覺及諸天眾聞聖尊開演真佛世
界。知是過去現在未來之吉祥善逝大悲因果。是聖尊為眾
生化身示現。各各歡喜得未曾有。稽首稱讚而說偈言。
聖尊大慈悲。無上秘密尊。
過去早修證。離欲超凡間。
今創真佛界。憐愍諸群有。
化身為教主。下降至娑婆。
善哉號蓮生。為眾廣宣說。
我等均已聞。當為大護持。
爾時。聖尊大白蓮花童子告大眾。修行以無念為正覺佛
寶。身清淨。口清淨。意清淨為法寶。依真佛上師為僧
寶。聖尊告大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每年五月十八
日。沐浴齋戒。著新淨衣服。或於每月十八日。或本命生
辰日。在密壇前。奉請二佛八菩薩。奉誦「真實佛法息災
賜福經」隨心所求。自有感應。更能供養香花燈茶果。虔
誠祈禱。咸得如意。聖尊告大眾。世間高官貴人沙門居士
修道俗人等。若聞此經。受持讀誦。如是之人祿位最尊。
壽命延長。求子得子。求女得女。獲福最是無量。是增益
的大福寶經。若有先亡。怨親債主。未能得度。滯泄幽
冥。若能持誦本經。印送本經。亡者昇天。怨親退散。現
存獲福。若有男子女人。或被邪魔所侵。鬼神為害。惡夢
昏亂。受持本經。施印本經。邪鬼退藏。即得安樂。若有
疾厄纏身。前世因果業報。鬼神病等。受持本經。印施本
經。即得災厄消除。病源立解。若有惡運。官訟牽纏。囚
禁獄繫。但能持誦本經。印施本經。即得解除。凶殃殄
滅。化為吉祥。若兩國爭戰。能持此經。立像供養。即得
加威。戰無不勝。誦者。印者。施者。能一切吉祥如意圓
滿。消除諸毒害。能滅生死苦。
西方真佛海會。摩訶雙蓮池。大白蓮花童子。即於其中。
而說咒曰：
「嗡。古魯。蓮生悉地。吽。」（無數遍）
聖尊說此經已。帝釋及諸大眾。天龍八部四眾。恭敬作
禮。信受奉行。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終。

印經功德迴向：蓮花鄧景勝道心
堅 固，身體健康，母親福壽安康，
家人平安自在！願一切吉祥圓滿！

